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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沉积物-水界面氧气交换速率的测定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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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流启动-停止法可有效获取体积式氧气交换速率(O2(t)), 且该速率与沉积物柱样培养法获得的总氧气交换速率

(TOE)之间具显著相关性; 与由一维溶解氧剖面计算获得的氧气在扩散界面层中的扩散速率和氧气在沉积物中的扩散速率相
比, O2(t)与 TOE 不仅能代表氧气扩散速率, 而且还包括沉积物中生物呼吸以及生物扰动引起的界面氧气交换速率信息. 此外,
通过比较太湖及南四湖多位点不同沉积物性质条件下界面氧气交换速率, 结果表明界面氧气交换速率在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性,
除与生物因素有关外, 还与沉积物有机物质含量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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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oxygen exchange between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in lakes
WANG Jianjun, SHEN Ji, ZHANG Lu & LIU Enf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ake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P.R.China)

Abstract: Volumetric oxygen exchange rate (O2(t)), based on measurement by a flow-on/flow-off controlling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OE (total oxygen exchange) obtained from laboratory-incubated sediment co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E and
DOE (diffusive oxygen exchange in diffusive boundary layers)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 fauna-mediated O2 consumption in the two
factors. Comparison of DOE with DOEs (diffusive oxygen exchange in sediments) from one-dimensional oxygen concentration
profiles at a steady stationary condition, O2(t) as well as TOE, is an integrated measurement for the diffusion, advection and
fauna-mediated O2 consumption. Furthermo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E values among sediments from Lake Taihu and Lake
Nansihu revealed that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sites was due to the variation of organic matter concentration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additionally effects of benthic faunas.
Keywords: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oxygen exchange; oxygen microsensors; Lake Taihu; Lake Nansihu

研究湖泊沉积物-水界面的氧气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随着空间位置的改变而发生的变化, 对沉积物
中其他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且也可用来指示人类活动对沉积物及水体的影响[1]. 概括
而言, 沉积物-水界面氧气交换速率(Oxygen Exchange, OE)的测定有两类方法: a, 密闭体系中上覆水氧气
含量的改变. 该方法包括实验室内的沉积物柱样培养法[2]和原位箱式法[3]; b, 底层扩散边界层氧气含量
剖面. 这包括可以在原位以及实验室内实施的溶氧微电极法 [2,4-7] 以及平面荧光平板法 [8-10]. 前者提供沉
积物-水界面总氧气交换速率(Total Oxygen Exchange, TOE), 但该数值不能获得除此之外的更多信息, 如
影响氧气生产或消耗的生物化学过程, 沉积物中氧气的分布以及间隙水氧气动态变化. 而后者能够作为
前者的补充, 可以获得沉积物特定深度的氧气分布, 通过该方法获得稳态条件下的氧气剖面, 可以用来
计算氧气扩散速率(Diffusive Oxygen Exchange, DOE)和沉积物好氧层中体积式氧气交换速率(O2(t))[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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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其他所有方法一样, 以上两大类方法存在各自的局限性. 虽然原位箱式法及沉积物柱样培养法
均可采用一定的扰动方式来代替水动力扰动, 但是, 该类模拟的扰动方式形成的水流等, 很难与实际情
形下类似, 从而测得的沉积物耗氧速率有可能不能代表原位情况下的实际数值[4]. 而底层扩散边界层氧
气 含 量 剖 面 只 能 获 得 一 维 或 者 二 维 的 氧 气 图 像 , 对 生 物 扰 动 作 用 (bioturbation) 和 生 物 灌 溉 作 用
(bioirrigation)可能会有所低估.
近年来, 也有新方法出现, 如涡度-相关性法(eddy-correlation method)[12-13]. 该方法不破坏表层沉积物,
且与氧气在沉积物-水界面的迁移机制无关; 但该方法具有类似第一种方法的缺陷, 其通过测定固定面积
条件下氧气变化, 仅能获得 TOE. 此外, 除该类方法之外, 也可以通过获得体积式氧气交换速率来间接获得
沉积物氧气交换速率, 该方法被 de Beer 等引进[7], 并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验证[14], 主要应用于渗透性的沉
积物(如沙质性海洋沉积物)中. 从另一个角度, 我们推测, 在湖泊沉积物及扩散边界层(Diffusive Boundary
Layer, DBL)的特定层位中, 同样也应该存在着特定的体积式氧气交换速率: 即随着上覆水水流的停止, 沉
积物及 DBL 层某一层位的氧气含量在水流停止后的短时间内呈线性下降, 且其斜率是固定的.
OE 容易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比如温度能够通过改变氧气在水体中的溶解度, 改变分子运动势能及改
变生物活性来影响 OE[15-18]. 此外, 底栖微藻的光合作用会造成 OE 白天和晚上的差异[19]. 底栖生物本身
的呼吸作用, 灌溉作用等, 会增加 OE[2,20-23]. 而在空间尺度上, 由于沉积物本身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性质
的不同, 如沉积物有机质含量[24], 从而形成 OE 在空间上的异质性. 研究 OE 异质性的同时, 借以不同的
方法来考察 OE, 则可以获得一些生物化学因素对界面 OE 的影响程度. 比如, 底栖生物的呼吸速率, 可通过
其生物量和实验室内测定的单位生物量耗氧速率来计算[25]; 底栖生物带来的交换速率影响, 可由 TOE 与
DOE 的差额计算获得[26]. 因此, 在实验过程中, 根据实验目的, 采用不同的方法测定界面 OE 具很大的必
要性.
本研究根据水流开启-停止过程中 DBL 层氧气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检验该方法在 OE 测定中的应用;
此外, 选择不同湖泊的十个位点, 采集获得在沉积物物理化学性质具有较大差异沉积物柱状样品, 在实
验室内通过溶氧微电极法和沉积物柱样培养法测定 OE, 并考察影响 OE 在空间尺度上差异性的因素.

1 材料与方法
沉积物柱样采用柱样采集器(自制, Φ=90mm)获得, 分别来自于山东南四湖及江苏太湖, 具体采样时
间及位点见表 1; 每个位点获柱样 3 个, 同时采集 20L 上覆水用于室内培养. 样品采集后, 尽量少扰动地
运回南京, 并避光放置在自制沉积物柱样孵育系统中(专利号 ZL200720043927.9), 调节水温至采样时的
表 1 采样位点概况
Tab.1 Sampling sites
采样点

北纬

东经

时间

水深(m)

其他

M1

31º32'02.4"

120º12'48.1"

2005-10-01

2.1

太湖梅梁湾北部三山岛

M2

31º29'03.0"

120º11'56.0"

2005-10-01

2.5

太湖梅梁湾湖心

M3

31º23'58.1"

120º11'31.3"

2005-10-01

2.0

太湖梅梁湾湾口

M4

31º17'38.2"

120º11'4.9"

2005-10-01

2.7

太湖湖心

S1

35º00'50.2"

116º50'54.2"

2005-09-28

2.4

南四湖(独山湖区)

S2

34º58'17.8"

116º52'53.4"

2005-09-28

3.2

南四湖(独山湖区)

S3

34º37'55.0"

117º15'33.0"

2005-09-29

3.2

南四湖(微山湖区)

S4

34º45'11.7"

117º04'42.1"

2005-09-29

4.0

南四湖(微山湖区)

S5

34º45'04.5"

117º05'43.9"

2005-09-29

2.0

南四湖(微山湖区)

S6

34º12'22.9"

117º37'11.3"

2005-09-27

3.0

南四湖, 洙赵新河入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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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平均温度 20℃; 磁转子位于沉积物表层上方 8-10cm 处, 扰动强度约为 80 转/分. 在培养过程中, 间
断性曝气(经饱和 NaOH 溶液过滤的空气), 使上覆水水体含氧量在实验期间保持相对恒定.
界面氧气垂直分布的测定采用溶氧微电极进行(PreSens, 德国). 电极的有效测定区(sensing tip)小于
20µm, 涂有固态光敏荧光粉; 在 0%-100%空气饱和度水体中, 氧气浓度与光强呈线性关系; 电极反应时
间小于 1s; 每次使用前, 采用饱和空气(100%氧气)与加入 Na2SO3 的纯净水(0%氧气)进行两点校准. 电极
安装在微电极操作器(专利号 ZL200720043928.3)上, 每 5s 下移电极 0.02mm 进行连续测定, 直至氧气含
量接近于 0.0mg/L 为止. 为准确定位微电极在沉积物-水的位置, 采用放大镜进行裸眼观察.
氧气在 DBL 层中的交换速率(DOE)[2,27]采用 Fick 定律来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DOE=D0(dC(z)/dz)

(1)

式中, D0 为一定温度和盐度下氧气在水体中的扩散系数, C(z)为 DBL 的某一个深度 z 条件下氧气的含量.
DOE 负值表示沉积物氧气的净消耗, 而正值表示氧气从沉积物释放进入上覆水水体.
此外, 通过对沉积物中氧气剖面进行模型拟合, 得氧气在沉积物中的扩散速率(DOEs)[2], 计算公式
如下:
DOEs=Ds(dC(z)/dz)Sedi

(2)

式中, Ds 为在沉积物中氧气在一定温度下的有效扩散系数, C 为沉积物的某一深度 z 氧气的含量. DOEs 负
值表示沉积物氧气的净消耗, 而正值表示氧气从沉积物释放进入上覆水. 由于本实验均是在无光照的条
件下进行的, 因此, 所有的 DOE 和 DOEs 均为负值, 即表现为沉积物对氧气的消耗, 因此, 为简便起见,
在本文中谈及的 DOE, DOEs 等界面氧气交换速率均取其绝对值, 而省去负号.
DBL 中体积式氧气交换速率(O2(t))首先在沙质性海洋沉积物中使用[7], 其基本原理是, 让具有一定浓
度的氧气以恒流流经沙质性海洋沉积物, 然后突然停止水流, 连续测定沉积物不同深度氧气浓度随时间变
化的速率; 在水流停止后较短时间内(如 10min), 氧气含量的变化速率是恒定的. 而在湖泊沉积物中, 这种
方法却难以应用, 因为类似的沙质性沉积物较为少见. 因此, 本实验是直接测定 DBL 层, 而非沉积物间
隙水中的氧气含量. 由于 DBL 层的一般厚度在 0.0-1.0mm 之间[27], 所以将微电极移动至沉积物表层上方
0.2mm 处持续记录在扰动停止后氧气含量. 该处起始氧气含量随时间的线性拟合斜率则为 O2(t)(单位:
μmol/(L⋅min)).
界面氧气交换速率测定前, 每个柱状样至少平衡超过 12h, 并以关闭柱样上盖为起始. 根据培养系统
中的水温, 整个培养时间在 1-12h 之内结束, 在培养期间内, 采用溶解氧电极每 5min 测定上覆水水体的
溶解氧含量. 一般而言, 需保证测定过程中上覆水水体的氧气含量不低于初始氧气含量的 20%[28-29], 因
为这段时间内, 上覆水水体中的氧气含量基本保持线性下降. 电极在测定前进行校准, 随后采用同样的
氧电极测定所有的柱样. 在实验结束后, 计算 TOE, 公式如下:
TOE=(α×V1)/A
其中, α 是单位时间内上覆水氧气含量的变化量, V1 为上覆水体积, A 为沉积物表面积.

图 1 采样位点沉积物理化学性质
Fig.1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s of sampled sedimen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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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总有机碳(TOC), 总氮(TN)和总磷(TP)的测定分别采用 K2CrO7-H2SO4(油浴)氧化-FeSO4 滴定,
K2CrO7-H2SO4 消化-凯氏定氮法和 HClO4-H2SO4 酸溶-钼锑抗比色法. 沉积物粒度测定采用 Malven
Mastersizer 2000, 计算获得中值粒径. 孔隙率(Ф,V/V)来自于 105℃烘 4h 前后损失水的体积与烘干前沉积
物体积的比值. 沉积物扩散系数 Ds 由沉积物孔隙率计算获得:
Ds = D0 / (1+3(1-Ф))

(4)

2 结果
2.1 沉积物性质
2.1.1 物理性质 太湖沉积物中值粒径显著小于南四湖(学生 t-检验, P<0.05) (图 1a). 如太湖的中值粒径平
均值为 13.31μm, 而南四湖的则为 55.24μm; 太湖四个位点的中值粒径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最 小 值 为 12.80μm(M1), 最 大 值 为 13.74μm(M4). 南四湖湖泊沉积物中值粒径变化较大 , 最小值为
15.66μm (S3), 最大值为 126.31μm(S4). 两个湖泊的沉积物孔隙度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图 1a). 太
湖沉积物孔隙度从梅梁湾北部的河口至太湖湖心, 呈下降趋势; 以河口最大, 为 88.28%, 而湖心较低,
仅为 75.58%. 南四湖沉积物孔隙度不具有明显规律, 最大值为 92.63%, 最小值为 84.42%.
2.1.2 化学性质 沉积物总有机碳(TOC)与总氮(TN)之间具显著相关性(P<0.001, 线性拟合). 太湖 TOC,
TN 以及 TP 从梅梁湾北部的河口至太湖湖心, 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图 1b), 河口沉积物含量最高, 而湖心
最低. 南四湖沉积物 TOC, TN 和 TP 之间的变化幅度较大. 如 TOC 最大值为 70.65mg/g (S2), 最小值为
23.74mg/g (S6). 与太湖相比, 南四湖沉积物 TOC 和 TN 含量显著大于太湖(P<0.05); 南四湖 TP 最大值为
0.96mg/g (S5), 最小值为 0.60mg/g (S4). 需要提及的是, 南四湖 TP 含量均远小于太湖梅梁湾河口 M1 的数
值(2.09mg/g); 而整体而言南四湖沉积物 TP 与太湖差异不显著(P>0.05).
2.2 氧气微剖面测定界面氧气交换速率
太湖和南四湖 10 个位点的氧气微剖面均表现为由上覆水向下, 随着深度增加溶解氧浓度逐渐降低; 这
现象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类似 [4], 表明湖泊沉积物一直保持着消耗氧气的状态. 氧气侵蚀深度(Oxygen
Penetration Depth, OPD) 均值为 5.34mm, 变化范围在 3.92-7.60mm 之间(图 2), 且两个湖泊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P>0.05, 学生 t-检验).

图 2 采样位点氧气侵蚀深度
Fig.2 Oxygen penetration depth at each site
根据 DBL 层的氧气剖面斜率 [2], 计算出 DOE(图 3d). 太湖 4 个位点中, DOE 在梅梁湾北部的位点
M1 最高, 为 764.94μmol/(m2⋅h), 梅梁湾湾口 M3 最低, 为 291.45μmol/(m2⋅h). 南四湖 DOE 平均值为
554.07μmol/(m2⋅h), 变 化 范 围 为 263.00-1021.31μmol/(m2⋅h). 2 个湖泊 的 DOE 数 值 之 间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 对沉积物中氧气剖面的零阶拟合[2], 计算出 DOEs (图 3c). 太湖 4 个位点 DOEs 自北部 M1 至南
部 M4 逐渐降低. 变化范围为 1393.90-396.17μmol/(m2⋅h). 南四湖 DOE 以 S1 最高, 为 1123.44μmol/(m2⋅h),
S6 其次, 为 895.32μmol/(m2⋅h), S4 最低, 为 447.12μmol/(m2⋅h). 与 DOE 一样, 2 个湖泊的 DOEs 数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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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显著差异(P>0.05, student t-test). DOEs 与 DOE 相比较, 前者数值大部分高于或接近后者. 比如, S6 的
DOE 仅是 DOEs 的 30.3%, M1 为 54.9%, 而 S4 位点为 99.1%. 但是, 有 2 个位点(S2 和 S5)DOE 较 DOEs
高, 高出的份额分别为 7.1%和 22.0%.
2.3 沉积物柱样培养法测定界面氧气交换速率
采用沉积物柱样培养法, 根据培养过程中上覆水氧气含量的斜率, 计算出 TOE(图 3b). 在所有的沉
积物柱状样品中, 密闭环境条件下, 上覆水氧气含量在初始时间内, 均随着时间呈线性下降, 这表明沉
积物对氧气的消耗, 且该消耗是可以进行定量的. 太湖的 4 个位点, 自北部的 M1 点至南部的 M4 点, TOE
逐渐下降, 其变化范围为 2183.77-484.25μmol/(m2⋅h). 南四湖 TOE 变化范围为 588.23-2102.81μmol/(m2⋅h).
最高值发生在 S2 位点, 而最低值发生在 S3 位点. 南四湖的 TOE 均值较太湖高, 分别为 1365.40μmol/(m2⋅h)
和 1098.81μmol/(m2⋅h), 但是两湖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学生 t-检验).

图 3 各位点的沉积物-水界面氧气交换(a: O2(t); b: TOE; c: DOEs; d: DOE, 每个图含标准误差线)
Fig.3 Oxygen exchange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with error bars(a: O2(t); b: TOE; c: DOEs; d: DOE)
2.4 水流启动-停止法测定界面氧气交换速率
采用水流启动-停止法, 可获水流停止后 DBL 层的某一个位置氧气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根据曲线的
斜率, 可进一步获得该位点的体积式界面氧气交换速率 O2(t). 采用此方法对太湖及南四湖所有的样品在
原位水温条件下进行 O2(t)测定, 结果如图 3a 所示. 太湖梅梁湾湖心 M2 至南部的 M4, O2(t)逐渐降低, 其
值变化范围为 5.42-8.15μmol/(L⋅min); 而梅梁湾北部的 M1 点位, O2(t)数值较高, 达 36.38μmol/(L⋅min). 南
四湖 O2(t)变化范围为 26.45–69.34μmol/(L⋅min), 其均值为 44.99μmol/(L⋅min), 比太湖的 O2(t)均值高很多
(太湖 14.45μmol/(L⋅min)); 统计结果表明, 太湖 O2(t)与南四湖之间差异性显著(P=0.012, 学生 t-检验).

3 讨论
3.1 几种方法获得的界面氧气交换速率之间的差异
通过模型拟合溶解氧微剖面常常用来获得界面氧气交换速率, 如 Rasmussen 和 Jørgensen [2]通过拟合
溶解氧微剖面的 DBL 层和沉积物中的氧气含量计算获得 DOE 和 DOEs; 他们的结果表明, 这两种计算方
法可获得较为类似的结果. 在本研究中, 采用这两种方法计算出 DOE 和 DOEs, 同样发现 DOEs 的数值较
DOE 大, 且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学生 t-检验).
DBL 层较沉积物本身而言, 有其内在的缺点, 如易受到水流和扰动因素影响[6]. 但 DBL 层不会受到沉积
物中的孔隙度和曲折度的影响. 沉积物中存在垂向孔隙度差异, 从而有可能造成 DOEs 计算结果的误差[5,30].
此外, 通过沉积物中的氧气微剖面进行 DOEs 计算时, 零阶拟合过于简单, 从而有可能过高估算 DOEs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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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存在还原性产物[31], NH4+, Fe2+等扩散进入沉积物氧化层, 进一步被氧气氧化, 从而改变氧气的微
剖面状态. 有资料表明, 表层沉积物中的易降解性有机物质, 能够使得 DBL 以下的斜率增加, 从而容易得
到偏高的氧气交换速率[6,32]. DBL 层氧气剖面的影响因素较为简单, 而沉积物中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且在
进行 DOEs 计算时的线性模型过于简单, 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 DOEs 数值较 DOE 高的原因.
但是, 上述论述并不表示 DOE 的数值能够真正代表整个沉积物的氧气交换速率, 这是因为, DOE 提
供的信息仅包括由分子扩散速率而得出的部分, 并不包括生物扰动, 生物呼吸以及生物灌溉等作用而提
升的氧气交换速率 [3]. 而且, 在采用微电极法进行界面氧气交换速率计算时, 常采用的是一维氧气分布
数据, 而很少会涉及到二维或三维分布数据. 实际上, 沉积物的三维地形结构会提高沉积物氧气交换速
率[4,33]. 研究结果表明, TOE 数值与 DOE 或者 DOEs 差异显著(P<0.05, 学生 t-test), 而且后者仅是前者的
41.2%-60.6%. 这与其他很多结果类似. Andersson 和 Helder[34]在潮间带沉积物的研究发现, TOE 是 DOE
的 1.4 至 3.2 倍. Rasmussen 和 Jørgensen [2]在 Aarhus 湾等沉积物的研究发现, DOE 平均占 TOE 的 45%, 并
表明 TOE/DOE 比值在 1.5-2.6 范围内变化. Kim 等[24]在 Taean 湾的结果也表明 TOE/DOE 比值为 2-3. 但
是, 也有研究表明 TOE 与 DOE 之间数值较为相近[35]. 本研究中的湖泊水体较浅, 而且沉积物中富含底栖
动物. 因此除扩散作用之外, 界面氧气交换速率还将受到其他多种因素影响, 从而导致 TOE 数值高于
DOE 数值的现象. 由此可见, 通过沉积物柱样培养法或原位箱式法获得 TOE 数值才能更接近真实的体现
湖泊沉积物的氧气交换速率; DOE 仅仅只能用来代表由分子扩散而形成的氧气交换速率; 而 TOE 与 DOE
的差值,可表征由底栖动物带来的氧气交换速率的信息[26].
本研究采用水流启动-停止法来测定沉积物界面氧气交换速率(O2(t)). 在应用这一方法之前, 该方法
的可靠性需验证. 流经柱样沉积物的水流速度为 1.0cm/s 左右, 4.8℃条件下, 能获得>0.40mm 的 DBL 层;
25.2℃条件下, 能获得>0.2mm 的 DBL 层. 每次进行水流终止前, 该水流至少保持 5-10min, 使得氧气侵
蚀深度和 DBL 层深度达到稳定. 然后, 突然中断水流. 在此过程中, 持续记录水流开启状态时和水流停
止后 DBL 层某一深度(如 0.2mm)氧气浓度的变化情况. 然后重复上述操作多次. 结果表明, 该方法针对
某一样品而言, O2(t)具有很高的重复性(数据未给出), 这表明该数值能够特征性的表征该样品的氧气消耗
速率. 但是,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 对于同一个柱状样品而言, 不同的 DBL 层深度, O2(t)的数值不同; 因此,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O2(t)数值必须与特定的 DBL 位置结合起来, 本研究选择 DBL 层中的 0.2mm(即沉积
物表层上方 0.2mm)来进行样品 O2(t)间的比较研究.
O2(t)与其他界面氧气交换速率的单位不同. O2(t)代表一种体积式的氧气交换速率, 表示为在一定时
间内, 某一位点的氧气浓度变化速率. 假如将 O2(t)应用在沉积物中, 那就表示在沉积物氧化层的某一位
点, 氧气的消耗速率. 而将 O2(t)应用于 DBL 层中, DBL 中的 O2(t)则可表征沉积物的呼吸代谢特征. 由于
DBL 层不受沉积物本身物理性质的影响, 因此 DBL 层中的氧气交换主要是由 DBL 层上方上覆水水体中
的氧气补给和下方沉积物中氧气消耗两种机制联合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 实验表明, 在水流停止
后的短时间内, DBL 层中的氧气消耗呈线性下降, 且该拟合曲线具有固定斜率. 因此, 根据该斜率与 DBL
层氧气消耗保持一致且具较高重复性的原理, 可使用 O2(t)来表征沉积物的氧气交换速率. 与氧气微剖面
获得的结果不同的是, O2(t)不仅包含扩散作用, 而且也包括生物扰动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 该点可由 O2(t)
与 TOE 的显著相关性获得直接证实(图 4). 因此, 较 DOE 和 DOEs 而言, O2(t)能够更加真实地表征沉积物
呼吸特征, 且其数值能够与传统柱样培养法获得的 TOE 较好吻合.
3.2 界面氧气交换速率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因素分析
由于沉积物本身存在异质性, 如有机物质的局部聚集(Organic Hot Spots)[36],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采
用微电极技术, 只能获取很小范围内的氧气速率. 这种矛盾, 有可能引起氧气微剖面获得数据不能真实
反映实际的界面氧气交换速率. 此外, 由微地形结构引起的 DBL 层厚度的差异也可形成较小范围内界面
交互速率的差异[6,27]. 如在 2mm 的沉积物范围内, 氧气的生成和释放可能分别出现 3 和 20 倍的差异[37].
但是, 也有研究表明, 在不考虑光照的条件下, 氧气微剖面可获得真实的界面扩散速率 [3,18]. 本研究中,
由每个位点 3-7 个氧气微剖面获得的 DOE 和 DOEs 均具有较小的标准误差(图 3c, 图 3d), 这表明微氧电
极获取的界面扩散速率信息具较大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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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OE 与 O2(t)之间的关系(实线为线性拟合, P<0.01; 虚线为线性拟合 95%置信区间)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E and O2(t)
(Solid line: linear regression, P<0.05; Dotted lin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界面物质交换速率与氧气侵蚀深度密切关联. 但本研究中 DOEs 与 OPD 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性, 即, 随着 OPD 的降低, DOEs 增加. 同样, DOE 与 OPD 也不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P>0.05). 这种现象,
可能与沉积物表层有机物质性质等不明原因有关. 比如, 在好氧性沉积物中, 当沉积物表层有机质较容
易被好氧分解的情况下, 氧气在该层降低的斜率较大, 导致 DOEs 和 DOE 均较大; 而在该层以下的好氧
性沉积物中, 由于有机质不容易好氧分解, 则表现为氧气斜率逐渐变缓; 该层斜率变缓的快慢, 则会表
现为 OPD 数值的差异[32].
室内试验过程中, 上覆水氧气含量基本保持一致, 而且各样品之间扰动或者水流速度也保持一致;
因此, 初始氧气含量和水流速度并不会造成对目前实验结果的影响, 而影响异质性的因素仅来自于沉积
物本身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性质, 如有机物质的可降解性, 底栖动物的数量和群落结构以及还原性化学
物质的含量等因素的影响[36]. 本结果中有趣的是, TOE 和 O2(t)确实与沉积物 TOC/TN 之间具有显著的相
关性(P<0.01), 而 DOE/DOEs 与 TOC/TN 之间的相关性则不明显(图 5). 其他参数, 如粒度、TP、孔隙度
等, 与上述界面氧气交换速率参数相关性不显著. 可惜的是, 本研究并没考察沉积物中底栖动物的数量
和生物量. 根据 2007 年对太湖同一位点底栖动物群落的研究(未发表数据), 结果表明太湖北部梅梁湾 M1 至

图 5 沉积物-水界面氧气交换速率与沉积物总有机碳之间的关系
(其中, TOE-TOC, 线性拟合, P<0.05; O2(t)-TOC, 线性拟合, P<0.01;
DOE, DOEs 与 TOC 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图未给出)
Fig.5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oxygen exchange and sediment TOC
(Solid line: P<0.05; Dotted line: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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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湖心 M4, 底栖生物以水蚯蚓为主, 且底栖动物数量及生物量逐渐降低. 根据现有结果, 可以认为,
本研究涉及的各位点在界面氧气交换速率的差异主要受到沉积物有机物质(如 TOC, TN)含量的影响.

4 结论
水流启动-停止的方法, 可有效获得体积式沉积物耗氧速率 O2(t), 且该速率与 TOE 之间具有较高相
关性; 与 DOE 和 DOEs 数值相比, O2(t)数值不仅能代表氧气扩散速率, 且包括沉积物中生物呼吸以及生物
扰动引起的氧气交换速率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界面氧气交换速率测定方法和实验条件对测定结果影响
较大, 因此在进行界面氧气交换速率测定的过程中, 不仅测定手段需仔细选择, 而且在整个实验设计中,
实验条件也需保持恒定, 从而保证实验过程中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通过多位点不同沉积物性质条件
下界面氧气交换速率的研究, 结果表明界面氧气交换速率的空间差异性, 除表现在生物因素, 如生物扰
动, 生物灌溉和生物本身的呼吸作用外, 还表现在沉积物有机质含量上, 如有机碳含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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